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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丹 夏丹 图文报道

本报讯“如今外地的招
标一单接一单，多亏你们帮
我解决了请假的大问题，让
我的企业活了过来！”记者昨
日从武进区检察院获悉，近
日，该院第三检察部的检察
官在对辖区内涉企社区矫正
对象回访时，企业经营者老
吕拿出一叠订货单，激动地
说。这一年多来，该企业经
营逐渐摆脱困境步入正轨，
也得益于他请假“出门”变得
容易了。

48岁的老吕经营一家锻
造 公 司 ，年 产 值 7000 多 万
元。2019 年，因犯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罪，老吕被宣告
缓刑后依法接受社区矫正。
由于公司生产经营需频繁跨
市，担心因经常请假影响表
现评估，老吕放弃了不少生
意，这也导致企业一度陷入
困境。

一个来自检察机关的电

话，让他重拾信心：“检察官
重点给我介绍了请销假制
度，这真是及时雨。”老吕说，
向检察机关详细了解请假外
出的政策后，他立即备齐资
料，向司法所提出请假申请，
不仅在 1 天之内就办完了手
续，还获批准如因突发情况
需出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可在事后补齐请假手续。

武进区民营经济活跃发
达，全区民营企业近 6 万家，
占市场主体总量的 94.6%。
为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解决
涉民企社区矫正对象监管和
企业发展需求的矛盾，近年
来，武进区检察院主动联系
武进区司法局开展专项调
研，深入了解全区范围内涉
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的真
实经营活动情况、外出经营
请销假等方面的诉求。

“‘出去难’是最集中的
一个问题，如何为涉企社区
矫正人员开通外出审批的

‘绿色通道’，对企业的生存
发展至关重要。”武进区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主任谈小锋介
绍，在走访调研中，在矫人员
普遍反映，因请销假审批烦
琐导致外出受限，企业的生
产经营受到了一定影响。为
此，该院与武进区司法局多
次深入研讨，于 2020 年共同
出台了《武进区贯彻落实社
区矫正法及实施条例的会议
纪要》，探索用人性化的审
批、管理、请销假等方式解决
涉企社区矫正人员外出经营
问题。

检察机关一方面综合评
估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案
情、矫正期间的表现、企业经
营情况、请假需求等事实，认
定 是 否 适 用 审 批“ 绿 色 通
道”；另一方面，对赴外地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范围与事
由、申请方式、审批流程以及
请假模式等进行细化。例
如，像老吕这样需经常性跨
区往来工作的人员，经司法
局批准，可按季度或半年度
审批。同时，该院建议社区
矫正机构将批准外出的人员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采
取电话联络、实时视频等方
式加强动态管理，并委托目
的地司法局协助管理，保证
既“出得去”也“管得住”。

据介绍，自该纪要实施
以来，武进区共审批办理176
名涉企社区矫正人员因生产
经营临时赴外地请假申请，
核准经常性跨区域活动 33
人，无一例违法审批外出、脱
管漏管问题发生。“把优化法
治营商环境融入社会矫正检
察工作中，请假外出这件‘小
事’变得不难了，民营企业健
康发展这件‘大事’也就更顺
利了。”武进区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张娟说。

武进区设立人性化的审批、管理、请销假制度

让涉民企社矫对象既“出得去”又“管得住”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李文霞

本报讯 常州地区近日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烈日下，两名老人一
人中暑，一人迷路，幸亏得到了民
警的及时救助。

6 月 17 日下午 4 时许，魏村派
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称：街边有
位老人体力不支瘫在地上，请求民
警帮助。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发现老人满头大汗，身体瘫软
无 力 ，结 合 当 时 室 外 温 度 高 达
37℃，初步判断老人极有可能是中
暑了。民警立即将老人搀扶至阴
凉通风处休息，并取来矿泉水和湿
毛巾，为其敞开上衣，用湿毛巾帮
其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在民
警的救助下，老人逐渐清醒过来，
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老人告诉民警，自己姓陈，今
年 79 岁，身体状况不好，当天外出
途中因天气炎热导致中暑，瘫倒在
路边。民警联系其家人后，开车将
老人安全护送至家中，并再三提醒
老人及其家属，外出要注意防暑，
避免再出现这种危险的状况。

6 月 16 日傍晚 5 时许，西夏墅
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求助称，

有一位老人疑似迷路了，需要民警
帮助。接警后，值班警力立即赶往
现场。据了解，热心群众看到老人
已在工地门口徘徊了好一阵，且看
上去身体不太好，便把老人请到屋
内询问情况，但老人只是摆手说不
知道。其担心老人迷路走失，便报
警求助。民警耐心询问老人，结果
也是一无所获，于是先将老人带回
派出所，为老人送上水和食物。

值班民警通过警务平台查询，
发现在 6 月 14 日晚 8 时许，兄弟派
出所曾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称家人
走失，请求公安机关帮助查找。民
警通过比对，确认走失的正是这位
老人，遂立即电话联系老人家属。
老人儿子到派出所后告诉民警，父
亲70多岁，患有健忘症，14日下午
离家外出后一直未归。这两天家
人心急如焚四处奔走寻找，幸好好
心人和警方及时发现给予救助。
老人家属向民警连连表示感谢，并
称今后一定会加强对老人的看护，
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警方提醒，如果老人年龄比较
大、身体不太好，尽量不要独自外
出。建议让老人随身携带家人的
联系方式，如遇特殊情况，能够及
时联系其家人。

一人中暑，一人迷路

两名老人幸获民警及时救助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王昱晟 文
图片由警方提供

本报讯“我父亲离家已经二
十多年，那时我还小，记忆里完全
没有父亲的概念。感谢常州的民
警帮助我父亲回家。”6月22日，横
山桥派出所民警邓文超接到来自
重庆奉节的一个感谢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奉节人小郭。
原来，几天前，横山桥派出所民警
处警时遇到小郭的父亲郭某，发现
郭某行为异常且离家很久，于是立
刻开展工作，成功帮他找到家人，
后又专门派人护送他回老家。

事情要从6月17日上午说起，
横山桥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
称一名中年男子一直在他家附近
游荡，已经有两天了。“我们民警赶
到现场，得知这名男子原先在一个
小施工队工作，施工队完工后撤
离，他留了下来。”邓文超说。

跟着民警回到派出所后，男子
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只说自己姓
郭，55 岁，奉节人，还报出了父母
的名字。郭某平时没有稳定工作，
在常州各地游荡。民警查询后，找
到了他的母亲，了解到其父亲已经
去世，还联系上了当地的村干部。
电话里，当地村干部十分惊讶，说
郭某已经二十几年没回家了，大家

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户口也早
就被注销。

“确定了他的身份，就要想办法
送他回家，对于怎么送他回家，我们
想了好几个方案。”邓文超说，因为
男子没有户籍，没法购买火车票，横
山桥派出所和常州救助站、常州火
车站派出所联系，得知无户籍人员
可以通过专门的渠道购买火车票。

一切准备好后，派出所还专门
安排两名辅警护送郭某回家，当地
村委在重庆万州火车站接站。“我
们的同事 6 月 18 日中午 11 点出
发，晚上 11 点到万州，起初郭某全
程不说话，快到站时情绪有点波
动，还对民警说谢谢。”邓文超说。

离家20多年，人们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

常州警方帮他寻亲并送他回家

■芮伟芬 文
图片由现场群众提供

本报讯 昨天早晨，一名
男子突然爬上长虹路高架，
手中拿着一把菜刀，情绪激
动，导致交通拥堵 1 个多小
时。各方力量前去救援，最
终男子被成功控制住，未造
成人员伤亡。

出事地点位于长虹路高
架和平南路出口附近。记者
于 7 点 15 分左右赶到现场，
只见一名男子面朝西骑跨在
高架南侧的护栏上，左腿悬在
半空，手拿一把菜刀，情绪激
动。救援人员兵分两路，一队
在高架上劝说，一队在高架下
方铺起了气垫，以防不测。

男子操外地口音，不听
劝解，甚至以自残来威胁阻
止救援人员靠近。考虑到他
手中有刀，救援人员立即疏
散围观群众，在做好充分准

备后，进一步与男子周旋，边
劝解边寻找机会。

其间，男子站起身，在护
栏上走动，情绪激动地说着
什么，高架下方的救援人员
赶紧随着他走动的方向推动
气垫。8 点 06 分左右，在救
援人员劝说时，男子突然从
护栏上下来，挥舞双手作势
扑向救援人员。这时，记者

看到，除菜刀外，男子手上还
有一把疑似小刀的东西。危
急关头，一名救援人员靠近
安抚其情绪，趁其不备突然
一把摁住他的手，其余人员
随即上前，合力将男子扑倒，
夺下他手中的刀，险情终于
得以解除。

具体情况相关部门还在
调查中。

一男子骑跨高架引发交通拥堵

检察官对辖区内涉企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回访

横 山 桥 派 出 所 辅 警 送 郭 某
（左）回老家途中，拿食物给他。


